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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會 通 訊    二零一九年三月 

        筆者遠在中學時代﹐就聽當時就讀

大學中文系的姊姊説，在台灣的普通台語

中，保有相當的中國古文。 
 

        例如： 台語“隨您便＂叫做“請裁

＂，我以前以為叫“青菜＂。其實，“請裁

＂的意思就是古代文言的“請您裁定＂。

又如，一件事情搞不定，普通話說：“沒辦

法＂，台語就說：“沒法度＂。許多事情沒

有“法規制度＂當然困難重重，就像沒有紅

綠燈指揮現代交通﹐世路多歧﹐天下大

亂﹐真的是“沒有法度＂。 
 

        台灣自古以來，就偏處於東南一嶼，遠

中土，孤懸於海，古音藏於日常話語，也是

在情理之中。 
 

       在聖經舊約中，上帝看到祂的選民猶太

人，屢屢頑梗不知悔改，遂頒下“十誡＂來

規正他們的生活。主耶穌在新約中，更進一

步以祂的身敎與言敎，立榜樣來敎導我們。

主的話 ── 《聖經》就是我們的“法度＂﹐

就是我們一生道路的指引與幫助。 
 

        本教會早年差派的宣教士周芷芸姐

妹﹐三十多年來﹐殷勤為主作工﹐無怨無

悔﹐如今又看見緬甸的福音大門已開﹐新

的禾田莊稼正待收割﹐她在《新打開的門》

講述了她的目標﹑行動﹑與期許。 
 

        教會早年差派的另一位宣教士王鈴惠

姐妹﹐也同樣步着前輩腳蹤﹐毅然踏上宣

教的工場﹐二十八年的宣教經驗﹐讓她深

深體會到﹐宣教士在福音的最前線﹐也需

要身心平衡﹐自我關心與照顧。她的《華人

宣教士的自我關顧》﹐是親身經驗﹐也是

為當今廣大華人宣教士的代求。 

 

    可能許多弟兄姐妹不是很清楚﹐我們教

會中有一個音樂團體叫「喜樂二胡班」。顧

名思義﹐這是一個以中國二胡為主的快樂

學習班﹐“班主任”是多才多藝的陳建國弟

兄﹐各位若想再多瞭解一點﹐就請看內

文。 
 

        美國早在 1867 年以 720 萬美元自俄羅

斯帝國買下阿拉斯加州﹐是一樁獨具慧眼

的交易。本教會安娜姐妹卻從從神國的角

度﹐來看永恒的價值。她的佳文《眼光》告

訴我們天上不能銹壞的財寶。主耶穌的國

度﹐才應當是我們一生的追求。 
 

       本期繼續刊載主日學「民數記」的學生

作業《神點名與人漂流》﹐文章依舊是可圈

可點﹐深具洞見﹐功不唐捐。 
 

 

        從人看來﹐在許多的事上﹐也許我們

會受到患難﹑遭到困苦﹑遇到逼迫﹐我們

幾乎是山窮水盡﹐窮途末路﹐毫無辦法。

但是聖經告訴我們：「然而，靠著愛我們的

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羅

八 37)﹐神的信實廣大﹐只要我們信靠主基

督耶穌﹐在這世上﹐沒有任何事情﹐能叫

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聖經》就是我們的人生指南﹐ 就是我

們的“法度” ﹐所以我們可以坦然無懼的

靠主走天路。 
 

        感謝神﹗祂的愛永遠不變，有主耶穌

作擔保，我們萬無一失。我們可以永遠安息

在祂愛中，不再憂慮，不再驚怕﹐原來是

“沒法度”﹐但是因着基督耶穌﹐我們的

前途﹐即可變成柳暗花明﹐化險為夷﹐關

山飛渡﹗◇  

                                             - 文字部 -                                                   

                 

                 沒法度         還是有法度？沒法度         還是有法度？沒法度         還是有法度？ 
序言： 

 

 

 



 

Page 2 

                                            

       二零一八年五月，神給我機

會去緬甸 – 一個篤信佛教的國

家。看到遍地都是待收割的莊稼，

心裏何等的焦急！正如使徒保羅在

雅典，看到滿城的偶像，就心裡著

急一樣，「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

人去收祂的莊稼。」(太 9:38) 

 

        此行我與另一位傳仁同工，由

三藩市出發，經香港於五月一日抵達仰光。第二天，

在緬甸基督徒傳道人訓練學院李有福牧師的陪同下，

一行三人再飛往臘戍，之後租車北上。接下來的四天

裏，我們拜訪了位於七個地方的八間教會。其中最令

我欣喜的是：看到每一間教堂，都設有附屬教會學

校，學生人數在 50 至 400 人之間。 

 

        有一天，在參觀一間景颇族穆勒臘牧師紀念教

堂，見到一位小學六年級的女學生，獨自一人坐在簡

陋的課室裏，於是刻意請她教我用緬語說：「耶穌愛

你！」，接著又問她：「妳信耶穌嗎？」，她回

答：「沒有」，我立即將「人為何要信耶穌？」講

解給她聽，她就開開心心的接受耶穌作她個人的救

主。那時又來了幾個孩子，其中一位男同學指着另一

位女同學說，「她也還沒有信主！」，我也同樣地告

訴她福音的大好消息，就在那一天，第二位女同學也

接受了主。當他們上課的鈴聲響起，我們離開之前，

我將兩位剛決志信主的同學交

託給教會的牧師(也是該校老

師)跟進。學校的老師告訴我

們，在這間學校就讀的孩子，

大部份來自於未信主的家庭，

這些父母之所以願意將孩子送

來，是因為感受到那裡有愛！

我不禁讚嘆：這是何等廣大的

福音禾田呀？！ 

 

        八月初，我陪同香港幾

位志願者，在緬北一所鄉村學

校辦了一個禮拜的英語品格

營。雖然當地的氣候、環境及

         新打開的門新打開的門新打開的門   
                              周芷芸教士周芷芸教士周芷芸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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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條件都不盡理想，然而每位志願者都是那麼開

心、盡心的去教導孩子們！因為在那裡，他們能暢所

欲言的告訴孩子們：「神是愛！」。 

 

        緬甸北部毒品氾濫，許多人受毒癮挾制，無法自

拔。那裏的孩子，有的才 12、13 歲，就為生活所迫

出去打工，失去讀書的機會。當地的傳道人為了使孩

童脫離吸毒的環境，領他們出黑暗，進入光明，特別

為這些孩子設立一「希望學生中心」，聘請四位老師

照顧孩子日常生活。上午送他們就讀緬文學校，學習

緬語及英語；下午學習中文及神的話語。他們以愛心

栽培孩子們，不但在知識上長進，也能在屬靈生命上

長進，成為神、人所喜愛的，盼望這些孩子有一天能

為主使用！ 

 

        聽說最近有一位傳道，帶著希望中心的

孩子們回到他們的原居地，去向他們吸毒的

父母傳福音，分享見證，希望他們的父母有

一天也能脫離毒品的捆綁，享受在基督裏的

自由。我非常、非常的感動！「這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羅馬書

1:16）在此懇請各位切切地為這些孩子們禱

告，盡所能的來資助他們！ 

 

        緬甸目前由民主黨執政，可以見到福音

在緬甸漸漸的開放，但是未來的 10 年、20

年，緬甸是否仍能容許外國人將福音帶進

去，沒有人知道。不管未來如何，我們就聽從主的吩

附：「趁著白日，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

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約 9:4) 

 

        緬甸是主為我們新打開的門，明年我們會繼續舉

辦英語品格營、青少年營會、提供主日學老師的培

訓。另外，我們也會與傈僳希望學生中心合作，給孩

子們提供更實質的幫助。 

 

       感謝大家，在過去的十多年裡，大力支持傳仁的

事工！今年，神新開了緬甸這扇門，我們非常需要各

位的參與。請為我們禱告，請提供各種資源，請和我

們一起同工，藉著這扇福音之門，使更多的人得享恩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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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年的宣教經驗，我看到、也體會到跨文

化宣教士最大的挑戰，或許不在環境的艱辛，而是處

於一個孤立無援的環境，那份孤單感沒有人了解，也

沒有人分擔肩上的重擔。華人宣教士面臨的更大挑

戰，或許還不是那份沒有人了解的孤單感，而是我們

都在照顧別人，卻不懂得照顧自己的需要。華人文化

傳統的美德是勤奮、堅忍、犧牲。因著這些特質，華

人宣教士願意去到環境異常艱辛的宣教最前線。然

而，去到一個完全孤立無援的福音處女地，很重要

的，華人宣教士必須學會懂得自我關顧，要不，再硬

的鋼鐵漢子/姑娘恐怕也存活不久。 

 

那有時間？ 

    我喜歡問華人牧師一個問題：上次你帶師母兩個

人一起去旅行是甚麼時候？常常我得到的回答都是：

「那有時間？」出門是爲了服事，服事完要趕緊回

家，因爲教會不能放太久。這就是典型華人宣教士孤

軍奮戰的問題，甚麼事都非

你不可。過去這些年在 The 

Well International 這個

國際宣教士關顧團隊中，我

學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每個

宣教士帶來的沈重問題不是

一定要我才能處理，我也可

以有選擇性的說「no」，因

為有其他人可以說

「yes」。華人宣教士自我

關顧的第一課就是要認識自

己的有限，學習建立團隊，

並懂得與別人同工。可是，在福音未及的處女地，有

時候你或你的家庭可能就是這個城市僅有的宣教士

(家庭)，那麼，要去哪裡找團隊？祕訣乃在於：在沙

漠裡開江河，擴展你的疆域。如果你的差會在你所在

的工場沒有團隊，那麼，你就要走出去，去找當地其

它本國或他國宣教士成為你的團隊，一起服事，也一

起團契。(如果你是那個城市唯一僅有的宣教士，那

麼，就不要去，因為你無法存活！) 

 

前人帶後人 

    學習建立當地的支持系統是宣教士存活的重要關

鍵，而工場上的其它本國或他國宣教士就是你最重要

的支持系統。在沒有「宣教士關顧」這個運動之前其

實早就有宣教士關顧了，過去所採用的模式就是「前

人帶後人」。我去阿根廷宣教第一年是先被派到一個

叫 San Juan的小鎮和一對有經驗的加拿大宣教士夫

華人宣教士的自我關顧華人宣教士的自我關顧華人宣教士的自我關顧   
王鈴惠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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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一起學習。現在回想起來，那一年在生活和服事上

的學習可以說是我整個宣教生涯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階

段。華人跨文化宣教歷史不夠長，因此，年輕新進的

華人宣教士缺乏在工場很久、很有經驗的老手可以帶

領他們。其次，華人宣教士往往礙於語言的限制，不

能接觸到工場上的其它有經驗的他國宣教士，這其實

是很可惜的。我認識一對在柬埔寨的美國宣教士，他

們非常關心一個從中國來的年輕宣教士家庭，可是礙

於語言的限制，他們對這個家庭的幫助相當有限。據

我所知，華人宣教士在工場上的主要支持系統往往就

是當地的信徒和同工。可是，當地的信徒和同工是你

親自帶領栽培的門徒，許多你個人或家庭的問題其實

並不方便和他們分享，畢竟背景、生命和屬靈的成熟

度都不同。華人宣教士為了福音的緣故願意努力學習

地方方言的決心很令人佩服。那麼困難的地方方言都

可以講得如此流利，如果能用同樣的決心來加強英文

能力，那麼，這個妨礙與他國宣教士接觸的語言困難

其實是可以突破的。如果華人宣教士可以加強其英文

能力，他們就能有更有利的條件可以和當地其它差會

的他國宣教士交通團契，不只一起同工，也建立深入

的個人關係。 

 

不一樣的聲音很重要 

    團隊同工當然不容易，因為要突破一個很大的挑

戰：處理團隊成員間的衝突。華人文化是一個講究關

係和諧、不喜歡衝突的文化。因

此，團隊同工並不是華人的強項，

也因此，許多華人宣教士選擇獨當

一面。然而，孤軍奮戰是不健康

的，也難以持久。所以，儘管衝突

讓人感到不舒服，為了福音的緣

故，也為了自己個人健康的緣故，

華人宣教士要學習處理團隊中的衝

突。在一個國際跨文化團隊中，華

人宣教士要學習勇敢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和需要，特別

是當你有不同看法的時候，你更需要表達。要不然，

西國同工會認為你已經默認，許多誤會就會因此產

生。當有衝突時，華人宣教士要知道，你不一樣的聲

音很重要，因為你想到的、你看到的是你團隊其它同

工沒有想到的、沒有看到的，你的聲音是其它團隊同

工需要聽到的。 

 

要懂得休息 

    華人宣教士自我關顧的第二課就是要懂得休息、

注意照顧自己的需要。從事宣教士關顧十七年，我學

習到的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言傳身教，以身作

則」。我一天到晚叫我的個案要好好照顧自己，神也

藉此常常提醒我，「你自己有沒有好好照顧自己？」

我剛開始來 The Well International 服事的時候，

心想，這些來找我們的宣教士都是自掏腰包買機票訂

旅館,千里迢迢來清邁找我們幫助的，我怎麼可以拒

絕人家？所以，一天從一早到下午辦公室關門前，我

的個案排得滿滿的。沒過多久，我就發現這樣不行，

不只身體感到疲累，也因著疲累不能完全集中精神，

這樣對個案並不公平。因此，我學習認識自己的限

制，再根據自己有限可以做的，做最有效的服事。所

以，我把一天的個案從五個減到二、三個。我學習

到，設立健康的界限說「不」，這才是真正的負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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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是聖靈的殿  

    另外，我也學習到休息的重要。以前我對休息的

觀念是，累了才需要休息。像我這種很會硬撐的人，

往往是感到累了，還繼續硬撐下去。結果是，當身體

超過負荷你自己都不知道。神藉著幾年前的五十肩教

我學習去感覺自己的身體，兩年前的恐慌症發作更進

一步讓我知道要慢下來，不要硬撐，畢竟自己已經不

再年輕。(就算是年輕，超過自己的身心負荷還繼續硬

撐，這樣其實是很不健康的，這叫做「虐待」!) 我們

的身體是聖靈的殿，神要我們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現在，當我整天把「休息」掛在嘴上提醒個案的同

時，我體會到，其實不是感到累了才需要休息，而

是，要刻意安排時間定期休息。聖經中的安息日、節

期、安息年等都是指有規律、習慣性的停下來，更新

個人與神的關係。所以，不是等到七年才有一年的安

息年，也不是一年才放一次假，而是，除了安息年、

除了年假之外，每一季、每個月、每個星期、甚至每

一天我們都要刻意地安排時間停下來。(很多華人宣教

士可能從來沒有安息年，也從來不休假，常常還把自

己的年假用來服事。）神要我們定期的慢下來、停下

來，一方面是要讓我們的身心得到休息，更重要的

是，調整我們的優先次序，並更新我們個人與神的關

係。 

 

人在台灣心在海外 

    神要我們守安息，最重要的

乃是提醒我們，一切都是神的工

作，我們只需要進入祂的安息。

在阿根廷服事十年之後，我回到

台灣去照顧罹患阿滋海默症的年

邁母親十年。神用那十年的時間

教我什麼叫做「安息」。我很享

受跨文化宣教士的生活和服事，

所以，在台灣的那十年，我人在台灣，心在海外。我

每天問神：「接下來呢？等到媽媽走了，接下來你要

帶我去哪裡服事？」在那十年當中，神都沒有給我答

案，神只是一直重複地告訴我，「現在你所在的地方

就是我對你的帶領。」然後，等到媽媽走了的那一

天，瞬間雲散天晴，我頓然恍然大悟，原來神用這十

年的時間在預備我的下一步：宣教士關顧。神教我，

所謂的「安息」，就是放下自己，不是自己謀算，不

用自己操心，而是相信神，每天緊緊跟隨神。 

 

    華人跨文化宣教士是二十一世紀的宣教新血。除

了憑著一股宣教的熱血拼命往前衝之外，華人宣教士

也要思考，這條跨文化宣教的路如何才能走得精彩、

走得長遠？路要走得長遠，補給一定要充足。自我關

顧就是宣教士最根本的戰備補給。華人宣教士要認識

自己的有限，學習建立團隊，並懂得與別人同工，在

照顧別人的同時，也要注意自己的需要，不要硬撐，

要懂得定期休息。如此，這條跨文化宣教的路才能走

得精彩、走得長遠。 ◇ 

 

(王鈴惠宣教士是資深的宣教士，目前在泰國清邁 The 

Well Internaitonal 從事宣教士關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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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會的「喜樂二胡班」成

立於 2015 年秋，由四位熱愛二
胡音樂的退休職業婦女組成,師

從陳建國弟兄。 
  
   2018 年秋, 二胡班正式成為
CBCM 社區服務部的一個組織，
現在有三個班，一共二十個學

生。近年來,在老師愛心與耐性
的教導和學員們不斷的努力下,
水平節節高昇。懷著滿腔的熱情, 她們曾多次在馬利蘭
蒙郡為教會﹑老人社區﹑中文學校以及其他公共商業

區 表演許多典雅優美的樂曲。 

 
        二胡班的表演不但豐富本地的社區生活, 介紹年輕
一代對中華樂曲的了解, 促進更多的社會群體對中華文
化的認識﹐更藉著這些機會 用絲弦樂器讚美神! 
 
        起初的四把二胡手和陳建國老師學習已將近四個

春秋。除了參與社區表演，二胡班還經常組織各種活
動和聚會。她們從互不相識到如今一起歡笑﹑一起悲

傷﹑和一起禱告。大家互相學習﹑互相鼓勵﹑互相関
愛, 真是充满了喜樂! 在此她們非常高興分享學習二胡
的心路歷程來感谢神的恩典! 

 

學習感言 
 

李安娜: 
        我這個沒有音樂細胞的人,因為喜愛二胡美妙的音
色,因緣際會跟隨陳建國老師學二胡。我們幾位姐妹在
學習二胡中彼此關懷, 互相鼓勵。從初學時的咿呀不成

調,到如今能拉出曲子來,甚而有機會在教會、社區演奏,
讓我這個不成型的瓦器也能有事奉神、榮耀神的機會，

真是我從來不敢奢望的。 

  

唐友新: 
        多年前當我聽過 YouTube 阿炳拉的二泉映月,突然
想學二胡。（現在想想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若干年後

在準備退休之際, 幸識陳老師, 參加現在的喜樂班, 大家
一起學二胡, 一晃就快四年了。想當初我拉二胡像在鋸
木頭, 到現在可以跟喜樂班同學一起去上台表演與眾同
樂, 心中頗有些小小的成就感。希望繼續在陳老師的指

導下與班上同學一起學習、一起

進步、一起喜樂。 

  

武小宪: 
       我走上學習二胡之路是因為
聽了一首二胡的曲子。在一個主
日敬拜的日子, 我坐在大堂裏, 一
首溫柔、悠揚、深沈似搖籃曲的

二胡聲傳來, 那時想如果我會拉
這首曲子一定是神的祝福。後來

知道這首曲子是“如鹿切慕溪水”。 
 

        開始學二胡只知道二胡是兩根弦的樂器, 如今已經
學了二十多首二胡曲, 並且還多次在社區表演, 參與
“讚美神”的事工。參加了「喜樂二胡班」後,我從老
師和師姐那學到了包容、感恩、和喜樂平安。 

  

梁徐惠媛:  

        感謝神的恩典,在退休後能參與二胡班的學習,也奇
蹟式的改變了我對自己記憶力錯誤的評價。在我這年齢

背歌譜, 居然仍是可以輕而易舉的。如今數年過去了，我
們這個團隊，在參與福音外展的事奉,慶祝中國新年的
同時,無形中豐富了生命,也圓了童年的夢想,更想不到
可以用琴弦讚美神。 
 

       就如以賽亞書38:20所説的”耶和華肯救我, 所以我
們要一生一世, 在耶和華的殿中, 用絲弦的樂器唱我的
詩歌。” 願一切的榮耀都歸給天上的父神! 並大大感謝
陳建國老師和師母愛心與耐性的擺上,散發基督徒馨香
彼此相愛的心,相信神必記念與賜福。◇ 

            喜 樂 二 胡 班喜 樂 二 胡 班喜 樂 二 胡 班   
 ～用絲弦樂器讚美神～ 

(圖)左起:李安娜,武小憲,梁徐惠媛,唐友新   

2019 春節在lake forest mall 表演春節  



史上最虧買賣 
     

     當我們觀看美國地圖的時候，左下角總有一個

下標，註明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尤其是阿拉斯加格外

顯眼，占了美國大約 1/6的領土，遠離美國其他 49

個州，夾在俄羅斯和加拿大之間。西北角那麼大一塊

地怎麼來的？ 

 

    1854 年克裏米亞戰爭爆發，俄國被英法聯軍打

敗，元氣大傷。阿拉斯加緊挨英國殖民地加拿大，沙皇

亞歷山大二世擔心再打下去，難保阿拉斯加，而且擔心

英國會借此地為跳板，攻打俄國本土。於是沙皇想出了

一個當時看似兩全其美的對策，把阿拉斯加賣給美國。

這樣既可以獲得一筆收入，又可以讓美國幫忙防著英

法聯軍。1867 年 3 月，當時美國國務卿威廉·西沃德

（William Seward）與俄羅斯帝國達成協議，以 720 萬

美元的價格買下了阿拉斯加，相當於每英畝 2 美分的

價格。西沃德認為這塊地雖然現在沒用，也許多少年以

後，我們的子孫因為買到這塊地，而得到好處。當時的

美國人卻認為這筆交易虧了，覺得花這麼大一筆錢買

的是一個沒用的大冰箱，是愚蠢的行為，嘲笑阿拉斯加

是 Seward’s Ice Box （西沃德的冰箱）、Seward’

s Folly（西沃德的蠢事）等。據說迫於國內輿論的壓

力，西沃德躲在家裏多日不敢出門。 

    從 1897年開始，人們開始在阿拉斯加發現金

礦，隨後又發現了石油、天然氣。據估計，阿拉斯

加地底下埋著 5.7 萬億立方米的天然氣和 300億桶原

油，價值超過 2萬億美元！不僅如此，阿拉斯地理位

置獨特，是美國監視歐亞動向的前哨陣地，又是太平

洋間航空線路的中轉站，為無數飛機節省了不可計數

的燃料。阿拉斯加還有目前最大的國家導彈防禦系統

防禦基地，部署大量先進科技雷達、衛星控制站，可

以控制所有美軍陸海空和太空的導彈攔截裝備。二戰

後阿拉斯加又成為了美國的戰略武器部署地，導彈直

接面向的，就是這片土地曾經的老東家——俄國。 

阿拉斯加是俄羅斯人心中永遠的傷痛，西沃德長遠的

眼光，使美國人受益無窮。 

 

屬世的眼光 
 

    提到眼光，我們自然會想到投資如買房買股票要

有眼光，年輕人找對象要有眼光等。有眼光很重要，

西沃德相當有眼光，買了阿拉斯加，堪稱歷史上國與

國之間最合算的一筆土地交易。

身處那個年代的人，有多少人能有這樣的眼光？我們

的眼光能看多遠？能看多準？ 

 

    在錢財問題上，有人說，中國人的欲望有兩種，

得不到時打拼，得到時揮霍。確實，傳統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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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我們要努力打拼，“梅花香自苦寒來”，“吃得

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從學校到社會，有很多為學

業為工作努力拼搏的人。但是傳統的教育，沒有教我

們去做慈善，沒有教我們什麼是真正的信仰，沒有教

我們把眼光放長遠。於是，在物質日益豐富的時代，

揮霍浪費，炫富無度。2017年的奢侈品報告，中國

消費者的奢侈品年支出超過 5000 億元人民幣，全球

32%的奢侈品被中國人買了。 

 

    在年輕人找對象上面，2012 年中國青年報社會

調查中心一項調查結果顯示，超過 80%的人覺得很多

年輕人擇偶時青睞“高富帥”、“白富美”。把擇偶

眼光放在相貌物質條件上，世風日下，攀比成風，信

仰缺失，這會帶來什麼後果呢？根據婚姻登記部門的

統計，2014年北京有 24952對夫妻辦理離婚登記，

其中有五分之一的婚姻關系維持不到 3年；三分之一

在結婚 5年內離婚； 2017中國離婚率飆升至 39%，

“80後”離婚人數比重約占 50%。 
 

    屬世的眼光是短淺的，更多的是停留在眼前所見

的、短暫的利益、享樂上，若遇挫折，灰心喪膽，不堪

一擊。神讓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原本幾天的路

程，以色列人卻在曠野走了 40 年，以色列民在曠野中

雖然屢次親身經歷上帝的神蹟，但當他們遇到困難的

時候，因著他們頑硬的心，不斷地埋怨神和摩西，他們

的眼光只停留在眼前的困難上，沒有去看神應許他們

的迦南美地，所以他們不斷地在曠野中徘徊。 
 

    眼光若短淺，生命就狹隘。我們應該要有一個怎

樣的眼光呢？先來看一個聖經故事。 

 

撒該上樹的故事 
   

    路加福音 19章記載了撒該上樹的故事： “耶穌

進了耶利哥，正經過的時候， 有一個人名叫撒該，

作稅吏長，是個財主。 他要看看耶穌是怎樣的人。

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見。 就跑到

前頭，爬上桑樹，要看耶穌，因為耶穌必從那裏經

過。 耶穌到了那裏，擡頭一看，對他說，撒該，快

下來，今天我必住在你家裏。 他就急忙下來，歡歡

喜喜地接待耶穌。 眾人看見，都私下議論說，他竟

到罪人家裏去住宿。 撒該站著，對主說，主阿，我

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我若訛詐了誰，就還他四倍。 

耶穌說，今天救恩到了這家，因為他也是亞伯拉罕的

子孫。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耶利哥城在當時是個繁華的城市，撒該是個稅吏

長、土豪，他肯定聽過耶穌的神蹟奇事，想去看個究

竟，只因人多，無奈身高有限，只好跑到前頭，爬上

桑樹去看，可見撒該迫切想看耶穌。耶穌見了撒該，

就認識他，直接叫他的名字，讓他下來，還要住到他

家裏。這是多麼奇妙，正如哥林多前書 8： 3所寫：

“若有人愛神，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 撒該見了

耶穌，對錢財的看法馬上發生了改變，願把所有的一

半給窮人，還願賠償不義所得。耶穌說，今天救恩到

了這家，因為他也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人子來，為要

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耶穌來到耶利哥不是偶然的，乃

是要尋找這一個失喪的罪人。耶穌來的時候，撒該把

眼光定睛在耶穌身上，他找到了，並且救恩臨到了他

這一家。 

 

    在這五彩繽紛、喧囂嘈雜的世代，我們是否也把

眼光定睛在耶穌身上？讚美詩歌《奇異恩典》裏有句

歌詞：“前我失喪今被尋回，瞎眼今得看見”。過去

我們被世俗蒙蔽瞎了眼，如今有耶穌進入我們的生

命，有聖靈內住在我們心裏，求主開啟我們的眼睛，

擴張我們的眼界，使我們看到律法中的奇妙，活出不

一樣的生命。 

 

永恒的眼光 
          

    耶穌在馬太福音 6： 19-22告訴我們： “不要

為自己積攢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能銹壞，也

有賊挖窟窿來偷。只要積攢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

子咬，不能銹壞，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因為你的財

寶在哪裏，你的心也在哪裏。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

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

就黑暗。你裏頭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

呢！” 地上的財寶是沒有保障的，唯有天上的財寶

是永恒的。眼睛是人身上的燈，當我們的心專一思念

天上的事的時候，我們的眼睛就亮了，全身就光明。

哥林多前書 15:19： “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

望，就算比眾人更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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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把眼光放在天上永恒神國之事時，或許我們

要捨棄一些眼前的利益，或許會遭遇一些苦難逼迫。 使

徒保羅也有那樣永恒的眼光，他在哥林多後書 4： 17-

18 勉勵哥林多的教會：“我們這至暫 至輕的苦楚，要

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原來我們不是顧念

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

不見的是永遠的。” 這句話也勉勵我們，跟隨主服事

主的路絕不是天色常藍，也不是花香常漫的，但是跟隨

主服事主的結局卻是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流淚撒種

的，必歡呼收割。 

 

   《我寧願有耶穌》這首讚美詩歌的作曲者是喬治.謝

伯偉(George Beverly Shea)，他出生在加拿大，少年

時全家遷居紐約，他的父親是衛理公會的牧師。喬治在

大學畢業後在一家保險公司上班，他有一副嘹亮的歌

喉，經常被邀在電台和銀幕上演唱。1932 年，美國經濟

不景氣的時候，很多人失去工作，在貧窮線上掙紮。喬

治他收到一個商業電台的邀請，為他們唱歌；報酬非常

優厚。但是他不能唱聖詩，而是社會上的流行音樂。在

喬治需要做選擇的時候，一天他在準備周日的歌曲時，

在鋼琴上，他發現一首詩“我寧願有耶穌”（I'd Rather 

Have Jesus），是他母親刻意放的，謝伯偉誦讀後，心

受感動，就在琴上記寫曲調，他一面彈，一面唱，內心

深處自問：“我終日忙碌，到底是為了什麼？我若賺

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那一剎那，

是他人生的轉折點，就此決心將自己奉獻。他辭了高薪

的廣播歌唱工作，放棄了屬世眼光，成為一位福音使者。

1940-1950年間他隨“青年歸主運動”馳奔美加各地。 

二次大戰結束後，葛理翰佈道團興起，他加入該團擔任

獨唱。 喬治把他的眼光放在神國的福音上，終身以事

奉主為榮，他那雄厚低沈的歌聲感人心弦，三十多年來，

他這首最早的創作《我寧願有耶穌》改變了無數人的生

命和抉擇。 

 

    保羅在腓立比書 3:7-8 寫到：“只是我先前以為

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不但如此，

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

寶。我為祂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求神幫助我們，讓我們效法保羅，有一個永恒的眼光，

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

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們來得的獎賞。◇   

 

 

民數記 學生作業 

 

學員:  黃美瓊  姐妹 
 

神點名 
                                       

    神是有規律的神。創世記第一章便明確表明

神有計畫地造天地、造萬物，每一步驟都接近目的

一步。以色列人脫離在埃及為奴的生活之後，並非

就此輕鬆進入神所應許之地，而是付予為耶和華爭

戰的新使命。所以神要他們數點人數，整編成耶和

華的軍隊，學習在神的聖工上，遵從神的安排，凡

事都規規矩矩的按著次序行。 

 

    一樣地，我們信徒得救以後，舊軛去新軛來，

甚至有時候覺得比沒有信主時經歷得更沈重，但這

是要鍛練我們。神點數祂的兒女，整編成軍，賜我

們全副軍裝，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

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弗

六﹕12) 神藉著各樣的事讓我們成長，最終奮力去

得回來許多未得之民，將他們歸屬神。 

  

    以色列百姓兩次點名，六十多萬人少了 1820

人，比例上來講並沒多大變化。但是現今基督精兵

日益減少，我們國語堂人數也不進則退。(以下大

致出自講義) 軍隊人數雖然不以多為勝，但必須知

道正確的數額，才可調派和供應。同樣的，教會應

該點名，好知道信徒增長情形和靈命狀況，以作餵

養調配，完成傳福音的使命。不過，我們勿以數字

為滿足，要重屬靈品質﹔更勿以數字自誇，要歸榮

耀與主。(出三十﹕12 ，代上二一﹕1-8) 。 

有別於以色列人的緊密宗族關係，每一個人都有歸

屬的支派與群體，現今教會是開放的群體，我們要

透過團契、小組、或是主日學團體內的關懷和服事

主日學的作業及其回響 ~ 

神點名神點名神點名與人漂流人漂流人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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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使靈命成長，也要幫助新成員盡快加入合適的小

團體，以期沒有人在教會是落單的，以至孤單軟

弱，最後流失。這是一個神點名的時刻，我們得救

重生的聖徒，要能一一被數，在世界的曠野受訓

練，成為基督的精兵，為主打美好的聖仗。 

  

人漂流 
 

    這學期上民數記，是想藉由老師的帶領，能好

好學習一向被自己忽略的舊約中非故事性的經節。

第一課講義提到「以色列人在曠野漂流，本來由埃

及至迦南只需十一天之路程，卻因他們信心軟弱，

屢次埋怨，致遭神的憤怒，竟在曠野漂流達四十年

之久，至終沒能進入應許之地。而第二代的以色列

人，則經過神在曠野中的煉淨，並神豐盛的眷顧，

使他們成為一支信仰活潑、紀律嚴謹的「耶和華信

仰」的大軍。」回顧我自己的天路歷程，似乎和第

二代的以色列人經歷較類似，但願我的靈命繼續不

斷成長。 

 

    我的歷程開始於來美國留學，在校園查經班慕

道一年後決志信主。雖說學習一切交給神，但求

學、就業的方向似乎以經濟來考量。就這樣跨美洲

大陸搬家數次，經歷各種老闆、同事，總以「日子

如何，力量也如何」來度過困境。在威斯康辛州失

業六個月期間，積極申請政府工作，也第一次迫切

盼望神要帶領我去的下一個地方。結果是如願得到

FDA的工作，只是不在馬利蘭的總部，而是又回到

加州。雖然困惑夾雜不願，但神既然帶我回華人甚

多的灣區，我在尋找教會時便沒多少自己的考量，

而是以華人小教會的需要來服事。因此十年裡臺前

幕後的事工都做過，學會的技術又能轉用到工作

上，神是加倍賞賜的神；但我仍有到 FDA總部的願

望。 

 

    神憐憫，在我的工作環境越來越惡劣時，適時

將我帶出來，來到我認定的流奶與蜜之地。六年來

在 CBCM，主日講題、主日學、還有專題教導，都是

我學習的來源，比起以前的服事，我是在休息，輕

鬆地當學生。 

  

    藉著這個人漂流的作業，我回首三十多年來，

經歷神信實的供應和帶領， 煉淨我舊的性情，使我

更新。神藉雲柱帶領我在美國的旅程，雲彩何時上

升，我便起程；雲彩何時停住，我便在那裡札營。

最初我因經濟理由做了短視的決定，但神藉著之後

崎嶇的工作路程，管教和裝備我。現在我雖然不再

漂流(表面上)，但我不可鬆懈，要以約伯的經歷來

激勵自己：「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試煉我之

後，我必如精金。」(約伯記 23:10) ◇ 

 

學員:  馮武弟兄 
 

神點名 
 

    民數記第一章中記載，在西乃的曠野，上帝曉

諭摩西，按以色列會眾的家室、宗族，數點所有二

十歲以外、能出去打仗的男丁。這件事發生在以色

列人出埃及後，大約 3個月，即將進入上帝所應許

的迦南地之前。數點人數，將全體民眾組織、動員

起來，便於日後行軍、征戰，占領迦南美地。 

 

    今日基督徒在被耶穌寶血買贖，脫離罪的轄制

（埃及為奴之地），成為上帝的兒女以後，要進入

上帝在基督裏的豐富祝福（迦南美地），需要面對

屬靈征戰，與舊人的罪性征戰，從遠離神的世俗風

氣中分別出來。使徒保羅在以弗所書 6章 12節中提

醒我們，“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征戰，乃是與

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

空屬靈氣的惡魔征戰。” 

 

    正如當年上帝率領以色列人征戰，今日上帝也

帶領基督徒征戰。基督徒不是上帝國度外的閑雜

人，都是亞伯拉罕的屬靈後裔。基督徒不是獨來獨

往的戰士，而是在家庭中（家室）、教會裏（宗

族），被數點。無論男女老少，都可以並且應當是

屬靈戰士。不在乎才幹、恩賜大小或多少，關鍵在

於是否願意。初代教會的教父奧古斯丁曾說：“沒

有上帝，我們不能。沒有我們，上帝不願。” 弟兄

姐妹們，是否已經預備好被神數點。願每個基督徒

都加入基督為統帥的屬靈軍隊，順服聖靈引導，成

為屬靈爭戰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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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漂流 
   

    民數記第十三章記載以色列人因為窺

探迦南地的十個探子報惡信，而驚慌懼

怕，不願意進入上帝應許的迦南美地，向

摩西亞倫發怨言，企圖另立領袖，回埃及

地。因此上帝讓以色列人在曠野漂流四十

年，直到悖逆的一代倒斃在曠野。 
 

    以色列人本應該占領迦南地，享受上帝

裏的安息，向世界見證上帝的榮美，可惜因

為膽怯悖逆，錯失上帝的祝福。因為不信的

人看環境的艱難，看自己的有限，忘記上帝

的應許與同在。在不信的探子來看，那地是

吞吃居民之地，那地的人高大強壯，城邑堅

固寬大，那地經濟文化發達，科技先進，人

數眾多。。。以色列人與迦南人作戰必敗。

面對一樣的環境，在大有信心的約書亞、迦

勒來看，以色列人有上帝的同在，足能得勝。

三十八年以後，約書亞、迦勒信心勇氣不減

當年，奮勇當先，率領百姓征戰得勝。“萬

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

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撒迦

利亞書 4： 6）上帝不但在舊約時代帶領以

色列人征戰得勝，基督也率領新約初代教會

勝過逼迫，福音普世廣傳。“使我們勝了世

界的，就是我們的信

心”（約翰一書 5： 4） 

現今的基督徒如果能

效法信心偉人的榜

樣，單單定睛在基督

身上，順服聖靈引導，

定能勝過生活中的壓

力和挑戰，有美好的

生命見證。 
 

    離開基督的人沒有從神來的真正的喜

樂平安，即使生活富足，仍在心靈幹渴貧乏

的荒漠流浪。願人人不在上帝的國度外漂

流，而選擇活在基督裏，過享受基督豐盛恩

典的人生。◇ 

 

學員:  黎榮琨姐妹 
 

神點名 
 

    神在出埃及後第二

年二月初一，在西乃山的曠野曉諭摩西按

家室、宗族、人名數點以色列全會衆中二

十歲以外的男丁 (民數記 1:2-3) 。是為

了統計能夠岀去打仗的人，組成軍隊，預

備將來去征戰，去進入迦南地。並且凝聚

全體以色列的會眾和整個軍隊的向心力。

數點之後,他們有整齊的佈陣圍繞在會幕的

東南西北面。 
 

    同樣，神認

識我們每一個

人，我們每個人

的名字神都曉

得。今天的基督

徒，要以耶和華

神為他們生命的

主宰，事事以祂

的旨意為依歸, 要去事奉神。基督徒會面

對很多屬靈的爭戰， 記要高舉基督，為

耶和華的名爭戰，要勝過仇敵。神是建造

家庭的根基！更是健全家庭的核心價值所

在，家庭就是要它成為敬拜神的祭壇。父

母在家庭中 用生命的見証去教導子女，讓

家庭成員聚在一起敬拜神、事奉神！ 
 

    軍隊必須有秩序，有系統，有領導，

不是烏合之眾。耶和華是以色列全會衆的

總元帥。今日教會負起領導的責任，必須

訓練裝備信徒，配搭合宜。我們今天的教

會，有否歸主為聖，盡忠職守，忠於神所

託負的? 盼望更多的基督徒集合成為一支

強大的基督精兵隊伍，要去高舉基督、造

就信徒、普世宣道，擴張神帳幕之地。◇   

 

 


